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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武汉十九名新冠肺炎康复医务工作者捐血浆救治重症患者

■ 记者 陈娟

2月 14日至 15日，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联合爱心捐赠人，为两批共
26 名新冠肺炎康复血浆捐献志愿
者颁发致敬状并为每名捐献志愿者
提供 3000元人道救助金，褒扬他们

“以坚韧战胜病魔，以博爱奉出血
浆，为拯救更多新冠肺炎危重患者
的生命作出无与伦比的贡献”。

其中，首批 19名捐献志愿者全
部来自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中医医
院。他们中，有的是在一线防疫时
不慎被感染；有的是医院行政后勤
工作人员，自己也无法判断因何感
染；有的不仅自己感染了，同为医护
工作者的家人也仍在隔离治疗中。
面对新冠肺炎时，他们乐观坚强，互
相鼓励，积极对抗病毒；治愈出院
后，他们因需要隔离观察无法迅速
回到岗位，心中焦急，也因自己能够
为在一线的同事和与病痛战斗的患
者出一分力感到些许安慰。

部分志愿者讲述了他们对抗病
毒的经验、捐献血浆的初衷（为保护
个人隐私，受访者不具实名）：

韩先生 行政员工 捐献400毫升

“能够利用我们血浆中的抗体
救助更多的人，我们觉得是值得尝
试的。”

我的感染可能是因为一开始对
这个（病毒）没有充分的认识。1月
14 日，我发现自身有了一些症状，
去医院查了血常规，没有太大的异
常，以为是简单的感冒，吃了一些
药，体温降下去了，但其它症状没有
消失。所以17日又去医院做了CT
（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肺部感染，
于是办理了入院，进行隔离治疗。

虽然我不是医学专业的，但是
平时对这个关注得也比较多。就我
个人来说，这个病首先是对症治疗，
另外是增强免疫力和加强营养，第
三是心态一定要放松，总是害怕的
话可能降低免疫力。我在治疗期间
每天定时观察体温、血氧饱和度、胃
口等指标，向医护人员报告，积极配
合。

后来恢复较好，2 月4 日，我的
两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肺部 CT
显示状况良好，就出院了。

关于捐献血浆，我们本身也是
医务工作者，寒假暑假等血荒的时
候也都参加献血的。这次行动中能
够利用我们血浆中的抗体救助更多
的人，我们觉得值得去尝试。

我们第一批捐献是在2月5日，
2月13日晚上，在湖北省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
宇也说了：“医院正在开展康复病人
恢复期血浆的输入，目前已显示出
初步效果。”这说明我们的尝试对临
床治疗是有一定作用的。

李女士 呼吸内科医生捐献300毫升

“我们不幸被感染了，但是万幸
我们已经康复了。不能在前线跟战
友们并肩作战，希望在后方做一些
事情，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是呼吸内科的医生，我们科
室应该是最先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
科室。上班的时候可能也碰到过
（新冠肺炎病人），但没有太过注意，
所以并不知道是怎么被感染的。

1月17日，我收治了15个类似
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因为我自己
本身是这个专业，所以会比较警惕。
18 日，我虽然没有出现症状，但还
是去做了一个肺部 CT，当时提示
右肺下部有一些病灶，就考虑是被
感染了。当天就办了住院，隔离治
疗。当时我们医院也有蛮多类似病
症的患者，我觉得蛮蹊跷的，我们领
导也很重视，马上把我们集中到一
个病区，留观隔离起来。住院过程
中，医院一直是按照国家卫健委给

出的最新指南进行治疗的。2 月 3
日，我的身体恢复到符合出院的指
标，就办理了出院手续。

因为我自己也是医务人员，所
以我觉得有责任、有义务去做这件
事情（捐献血浆），再加上身体状况
允许我去做这件事情。我是一名共
产党员，这个时候党员要发挥先锋
模范带头作用。而且捐献血浆对身
体没有什么影响，身体机能是能够
耐受的，所以我希望康复出院的患
者积极捐献出自己的血浆。因为目
前新冠病毒肺炎还没有特效药来治
疗，如果（我们的）血浆对危重症患
者有疗效，我觉得这件事情意义还
是很大的。

2 月 5 日第一批捐献的时候我
也去了，但当时他们只有 8 套采集
血浆的设备，我没捐献成功，所以2
月 10 日第二批又去了。医院传递
给我们可以捐献血浆的信息，但是
完全是自愿的，我们是用很积极的
心态去做这件事情。我们不幸被感
染了，但是万幸我们已经康复了。
（因为感染和隔离）不能在前线跟战
友们一起并肩作战，我希望在后方
能够做一些事情，献出自己的一份
力量。

目前我感觉身体还好，没有出
现任何症状，过了隔离期就可以回
去上班了。疫情还蛮严峻的，临床
医务人员比较紧缺，我希望尽快返
回岗位。

胡先生 骨科医生 捐献450毫升

“这就是一个不能上前线的医
生的一种努力吧。”

1月15日，武汉下着雨夹雪，我
就觉得脚底发冷，加了衣服好了点。
过了两天，发现我们医院有不少患
者跟我的症状类似，同事之间也有
讨论。我听了之后就去做了CT检
查，发现肺部有阴影。我跟科室的
其他同事建议，让他们也去检查一
下，因为我已经算科室身体好的，都
有可能被感染。后来检查出来，发

现我们科室有好几个肺部有病灶。
他们开始都不信，但我觉得还是慎
重点好，17日我们就住院隔离了。

一开始我在江夏区中医医院，
但是我妻子在江夏区人民医院工
作，她每天要上班，还得给我送饭，
我就搬到江夏区人民医院去治疗。
在那里住了12天，就痊愈出院了。

我也是个医生，也想上一线，跟
同事们在一起，但是没有机会。正
好自己康复了，可以捐献血浆，为前
线的同事们减轻一些压力。这就是
一个不能上前线的医生的一种努力
吧。我们都有抗体，遇到这种危急
的时刻，我们就应该上。

2月5日，因为设备不够我们没
献成，7 日的时候我跟另一名同事
乘中国生物的车去了武汉市武昌区
解放路234号湖北省人民医院爱心
献血屋捐献。捐的时候，我觉得我
（身体）蛮好的，我就跟工作人员说，
要是可以的话就多捐献一些，所以
捐了300毫升之后打算再捐300毫
升。工作人员考虑到我的身体状
况，同意我再捐 150 毫升。之后一
直在家休养，什么都挺好的。

昨天（14日）我跟之前同病房
的一个病友，说起这件事情，他 58
岁了，康复之后也很想捐，我就把联
系方式给了他。

我觉得我们这一批（治愈的）患
者，不管是医护人员还是普通患者，
都很愿意捐献血浆，我们有些医生
出院才3天就捐献了。

王先生 內医科医生 捐献400毫升

“哪怕是一点微光，我也要照亮
更多的人，为战胜疫情共同努力奋
斗。”

我可能是 1 月 17 日接触了病
人，18日开始有发热、浑身酸痛、无
力、喘气等症状，CT显示肺部有磨
玻璃状病变，医院建议住院隔离。
刚入院的时候，因为武汉封城、看见
重症患者的痛苦等等，感到恐慌。
但身体慢慢恢复，2 月 4 日就出院

了。
虽然我康复了，但是我的同事

们还在一线，还在奋斗着。单位在
内部群里给我们发了一个倡议书，
希望我们捐献血浆。住院的时候医
院为我们付出了很多，也给了我们
很多心理上的鼓励，对我们战胜病
魔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因为他们给
我的温暖，还有全国人民给武汉的
爱心接力，我才能康复。我希望能
将我的一腔热血“反哺”还在治疗的
重症患者，哪怕是一点微光，也要照
亮更多的人，为战胜疫情共同努力
奋斗。

我现在还在家隔离，18日就可
以重新上一线了。一线的医护人员
长时间上岗，已经二十多天了，要让
他们撤下来得到充分的休息，长期
疲劳会增加感染的几率。

吴女士 行政员工 捐献300毫升

“得知我们的血浆能救他们的
命，我心里就一个想法，必须捐献。”

1 月 17 日前几天，我的身体已
经有一些症状：咳嗽、恶心呕吐、呼
吸气短。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就去
医院做了 CT，检查出来肺部有炎
症，感染了，就入院隔离治疗了。

2月3日出院之后，我在单位群
里收到了单位发的倡议，说康复患
者的血液里可能存在对挽救重症患
者有帮助的抗体，能救他们的命。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义，二话没
说就报名了，希望参加捐献血浆。2
月5日上午，我们8个人第一批捐了
血浆。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因为
我自己本身就是新冠肺炎患者，同
病房和隔壁病房都有重症患者，已
经是需要上呼吸机那种情况。我自
己也经历了呼吸困难、走一步吐一
次、一天打点滴12小时等病痛的折
磨，看到重症患者那么痛苦，有些甚
至没有救过来失去生命的时候，这
个感受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但当
时我帮不了什么，我们康复出院后，

得知我们的血浆能救他们的命，我
就有个想法，必须捐献。

当时还有一个想法，捐献血浆
这件事情可能必须由医护人员带
头。因为普通患者可能不懂医学常
识，害怕捐献会损害自己的身体；但
医护人员明白捐献不会损害身体。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行动向他们证
明，捐献血浆不可怕，并不伤害身
体，以此来呼吁更多的治愈出院患
者捐献血浆，因为光靠医护人员的
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只要他们（康
复出院的患者）的身体等条件允许，
希望他们能够献出自己的爱心，捐
献血浆，帮助更多患者。

邵先生 行政员工 捐献300毫升

“希望通过自己的感受和知识，
更多地去和患者沟通，安慰那些心
理承受能力比较弱的患者。”

1 月 11 日我有发烧的症状，当
天就去了江夏区人民医院呼吸科二
病区治疗，但并不知道得的是新冠
肺炎，以为是普通感冒，1月17日通
过CT确诊。

刚开始住进去的时候，倒是不
害怕，就是感觉在一个封闭的环境
下比较孤独、无助。后来，亲人、朋
友、同学、同事一直在给我鼓励，自
己也一直在调整，所以心态也比较
积极乐观，一周之后就不发烧了，食
欲也回来了，也在病房里活动锻炼。
2月1日，两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
CT 检查也没问题，就出院在家隔
离观察了。

后来在单位的群里看见了捐献
血浆的倡议，我是党员，又有抗体，
治疗期间看到了社会上很多爱心驰
援武汉，包括外地的医疗队等等，特
别受感动。我就想自己也为抗疫情
贡献一份力量，于是申请捐献。后
来是2月10日第二批捐献的。

我的爱人是江夏区人民医院的
护士，这次也因为在一线参与防疫
被感染了新冠肺炎，目前还在隔离
治疗中。

其实我的隔离观察期已经到
了，我今天向单位申请加入江夏区
大花山户外运动中心方舱医院的心
理咨询志愿服务队。因为我在武汉
大学进修过心理学，考过了中级心
理咨询师资格证，我希望通过自己
的感受和知识，更多地去和患者沟
通，安慰那些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弱
的患者。目前已经报了名，单位需
要给我们做个简单的培训，因为要
进入方舱，然后上岗。

宗先生 院党委书记 捐献400毫升

“我们本身是患者，同时又是医
务工作者，肯定要响应这个号召。”

我是 1 月 7 日出现的症状，畏
寒、发烧、咳嗽、四肢无力疼痛，自己
吃了一个星期药之后，症状没有改
善。12 日晚上做了 CT 和血项检
查，发现肺部有严重阴影，当晚就住
院了。

住院之后，第二天高烧到 41
度，呼吸困难，不能平躺在床上，需
要吸氧，我自己本身有基础病（高血
压、糖尿病，血糖也比较高），所以相
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入院一个星
期之后，症状开始缓解，算是死里逃
生吧。1月30日出院，经过在家隔
离观察14天之后，前天（13日）已经
开始上班。

院领导把我们所有患新型肺炎
的工作人员都加到了一个群里，有
行政后勤人员也有医护人员。建了
群之后，无论领导还是我们自己都
互相鼓励，也会在群里探讨治疗方
案，如何抵抗肺炎，应该说这个群起
到了较好的增强信心、传递正能量
的作用。

捐献血浆的倡议是熊侃院长在
群里发出的。群里人看到之后几乎
都响应了，表示希望捐献血浆。不
过当时只有出院的人符合捐献条
件，后来就分两批共19人进行了捐
献。第三批捐献的倡议还没发，但
是已经有同事在群里申请，16日先
到献血屋捐献。之后还有一批出院
的同事也表达了捐献意愿，第一批
捐献的同事在间隔 14 天之后条件
允许的话，他们还想捐献。

当时倡议中说得很明确，康复
患者的血浆对危重症患者有较好的
治疗作用。我们本身就是患者，同
时又是医务工作者，肯定要响应这
个号召。我们都感受过病毒带给我
们的痛苦，如果我们的血浆对病人
特别是危重症患者有帮助的话，我
觉得是医务工作者能做的一点有益
的事情。

我在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出
现了呼吸困难的情况，一咳嗽就没
办法换气，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已经
开始想要不要写遗书了。作为一名
患者，我的感受是信心很重要。我
住院的时候，院长和同事们会给我
打电话，给我鼓劲，告诉我精神不要
垮，要对治愈有信心，所以我觉得这
一点对其他患者也是有用的。在治
疗过程中，心理因素非常重要，要学
会自己放松自己，尽量不给自己压
力，尽可能采取措施减缓症状，比如
高烧不退就物理降温，血糖不好就
调节胰岛素的用量，坚持用热水泡
脚等等，这些对我都有过很好的作
用。

目前，捐献了血浆的这一批19
名医务人员近期要陆续返岗了，我
是第一个。我们考虑把他们组织起
来，因为都是患者，经历过病毒的感
染和治愈的过程，都有一定的抵抗
病毒的经验，所以准备让他们成立
一个心理疏导志愿服务队。这件事
已经在群里征求了大家的意见，他
们纷纷接龙报名参加，现在在做的
就是把他们组织起来，按出院时间
分批安排到江夏区方舱医院。让他
们做患者的心理疏导，帮助患者建
立信心，更快康复。

山东第一例：德州小伙儿捐献新冠恢复期血浆
■ 德红

2 月 16 日下午，山东省德州市
庆云县小伙儿柳奇来到山东省立
医院东院区，在位于该院的山东省
血液中心捐献了山东省第一例新
冠恢复期血浆。

山东省血液中心副主任李蓬
介绍，他的血浆随后将被应用在最

需要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身
上，为他们带来康复的希望。

当日上午从庆云出发，历经三
个小时车程来到采血点，柳奇下车
后第一句话就是：“我已经准备好
了。”柳奇在武汉一所大学读三年
级，会计专业学生，因症状较轻，在
医院治疗五六天后便康复出院。
正处于恢复期的他前天浏览新闻

时得知康复者恢复期血浆可能会
对患者治疗起到帮助，就毅然报名
无偿捐献血浆。

“感觉得病后给大家添了不少
麻烦，现在有机会回馈社会我很高
兴，家里人也很支持我。”柳奇说。

山东省血液中心党委书记、主
任张新童介绍，捐献者的血浆全程
按照最严格的流程规范进行，血浆

将由省疫情专家组根据具体需要
进行调配使用。

▶柳奇在献血车上捐献
（齐鲁晚报）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发布“抗疫”血浆捐献倡议书 （红基）

▲正在捐献血浆的志愿者 （受访者供图）▲医院内部群里大家纷纷报名 （受访者供图）


